
4

据新华社电 法国媒体爆料，随着卡塔尔与俄罗斯
走近，沙特阿拉伯有所打算。沙特方面在写给法国总统
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信件中说，如果卡塔尔从俄罗斯
购进S-400型防空导弹系统，沙特不排除对卡塔尔采取
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法国《世界报》1日援引所获消息报道，沙特国王
萨勒曼致信马克龙，称沙特对卡塔尔与俄罗斯的S-400
导弹系统军购磋商“深感担忧”。如果卡塔尔购入这一
系统，可能导致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报道说，萨勒曼希望法国介入，阻止卡塔尔与俄罗
斯达成协议，以帮助维护地区稳定。

按照《世界报》的说法，如果卡塔尔实现军购，沙
特“将采取一切必要举措消除这一防御系统，包括军事
行动”。

沙特被曝威胁对卡塔尔

采取军事行动

七国集团 ( G 7 )财政部长会议 2日结
束，美国以外的6个成员国一致表达对美
方加征钢铝关税的“关切和失望”，寄
希望于下周G7领导人峰会催生“决定性
行动”。

寄望领导人磋商

七国集团由加拿大、法国、德国、意
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组成。

G7成员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过去3
天在加拿大惠斯勒镇开会，主要议题之一
是美国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对进口钢铁和铝
产品征收高关税。美方钢铝关税已全面生
效，对象包括6个G7成员国。

财长会2日落幕之际，没有发表7国联
合声明。东道主加拿大发布的财长会总结
说，6国财长认定“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
对朋友和盟友所征关税破坏开放贸易和对
全球经济的信心”，要求美国财政部长史
蒂文·姆努钦转达他们“一致的关切和失
望”。

总结说，7国财长同意，下周G7峰会
应当继续讨论贸易议题，“那场峰会上，
必要采取决定性行动”。

G7成员国领导人定于下周在加拿大魁

北克省聚首。
特朗普政府3月下旬开始对钢铁和铝产

品分别加征25%和10%的关税，一度暂时豁
免欧洲联盟、加拿大、墨西哥等经济体。

美国4月底延长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
的豁免期“最后30天”。由于“磋商没有
足够进展”，美方6月1日开始对这3个经济
体征收高关税。

消息人士说，2日闭门会上，6国财长
向姆努钦表达对美方关税不满，姆努钦倾
听、很少发言，说下周G7峰会可以继续讨
论。

财长会落幕后，加拿大财政部长比尔·
莫诺在记者会上说，6国始终认为，美方加
征钢铝关税具有“破坏性”。“我期待这
种观点传递到（七国集团）领导人圆桌会
上，由他们作类似讨论。”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奥拉夫·朔尔茨
告诉媒体记者，就欧洲与美国的关系而
言，美方关税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姆努钦召开记者会，说他已经转达6国
财长的部分表述，特朗普将与其他G7成员
国领导人讨论贸易。姆努钦说，他与6国财
长的贸易观点不一致；特朗普的重点是调
整美国的贸易关系，以求达到“平衡”。
他认为，“美国一点也没有放弃全球经济

领导地位，（实际）恰恰相反”。

警告贸易战临近

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2017年向美国
出口的钢铝产品金额合计230亿美元，占美
国当年进口钢铝产品总金额480亿美元的几
乎一半。对美方加征钢铝关税，这3个经济
体已发布回应举措。

一份清单显示，欧盟可能对一系列美
国产品加征关税，包括哈雷－戴维森牌摩
托车、波旁威士忌酒和香烟。

加拿大定于7月1日开始对一系列美国
产品征收25%的关税，包括部分钢铝产品
和酸奶、威士忌、咖啡等消费品。墨西哥
打算对美国扁钢、猪肉、苹果、葡萄和奶
酪等产品征税。

2日财长会落幕后，法国经济和财政部
长布鲁诺·勒梅尔告诉媒体记者：“还有几
天时间采取必要举措，防止欧盟与美国之
间的贸易战……球在美方场地，由美国政
府（选择是否）作正确决定，以缓和形
势、减轻困难。”

他强调，美方须在“几天”内、而非
“几周”内作出决定。

（新华社专特稿）

继“神舟”上天、“蛟龙”下海之后，
中国科学家在地球深部的探索又迎来历史性
突破。

２日，吉林大学主要承担研发的“地壳一
号”万米钻机正式宣布完成“首秀”：完钻
井深７０１８米，创造了亚洲国家大陆科学钻井
新纪录，标志着我国成为继俄罗斯和德国之
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实施万米大陆钻探计
划专用装备和相关技术的国家。

７０１８米深的松科二井，属于我国实施的
松辽盆地白垩系国际大陆科学钻探工程，是
国际大陆科学钻探计划（ＩＣＤＰ）实施２２年以
来最深钻井，也是全球首个钻穿白垩纪陆相
地层的科学钻探井。

这是中国入地工程的一项标志性成就，
将为我国地球深部探测提供关键技术和装
备，拓展松辽盆地深部页岩气、地热能等清
洁能源勘查开发的新空间，引领全球白垩纪
陆相古气候研究，显著提升我国在地质历史
古气候研究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十年磨一“钻”！

科学钻探是获取地球深部物质、了解地
球内部信息最直接、有效、可靠的方法，是
地球科学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支撑，也是解
决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资源、能源、环境等
重大问题不可缺少的重要技术手段。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很多发达国家陆续实
施了多项科学钻探计划。具有代表性的有苏联
科拉半岛１２２６２米超深钻，是目前世界上最深
井；德国ＫＴＢ超深钻，９１０１米，排名第二。

１９９６年２月，德国、美国和中国作为第一
批成员，发起了国际大陆科学钻探计划。目
前，我国已成功申请到“大别—苏鲁”大陆
超深钻、中国环境科学钻探青海湖工程、科
钻一井和二井工程等多项ＩＣＤＰ项目，在大陆
科学钻探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前，我国
地球物理的仪器主要依赖进口，但国外高精
度的仪器对我国是封锁的。

“如果说我们是‘小米加步枪’的部
队，人家就是有导弹的部队。”我国著名战
略科学家、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吉
林大学交叉学部学部长黄大年教授生前接受

采访时说。他深知，这是国家发展无法回避
与绕开的话题，必须突破发达国家的装备与
技术封锁。

参与“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
是黄大年回国后的第一项重要任务——— 担任
专项第９项目“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
实验项目”负责人。

该项目第五课题——— “深部大陆科学钻
探装备研制”，由吉林大学作为主要承担单
位进行研发，以满足我国地球深部探测任务
中对超深钻探用高端装备的需求。

经过四年多的技术攻关，２０１３年吉林大
学成功研发了我国首台万米大陆科学钻探专
用装备“地壳一号”万米钻机，填补了我国
在深部大陆科学钻探装备领域空白，大大提
高了我国超深井科学钻探装备的技术水平。

突破高温等技术难题

在我国东北部，松辽盆地静卧在大小兴
安岭和长白山脉的怀抱中。２００６年８月１８日，
在松辽盆地北部中央坳陷区开钻的中国白垩
纪大陆科学钻探工程（松科一井）分两孔进

行。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０日，松科一井顺利完钻，
总取心进尺为２５７７米，心长共计２４８５米，为
白垩纪地球表层系统重大地质事件与温室气
候变化的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松科二井于２０１４年开钻，目标是打穿松
辽盆地白垩系，探索松辽盆地深部能源潜
力，建立松辽盆地深部地层结构，寻求白垩
纪气候变化地质证据，研发深部探测技术。

“地壳一号”万米钻机成为完成松科二井
项目的不二选择。“‘地壳一号’经受住了考验，
钻机无故障率达９７．５％，最高日进尺２８６米，充
分体现出我国自主研发钻机的能力。”松科二
井工程总装备师、“地壳一号”万米钻机研发负
责人、吉林大学副校长孙友宏说，“地壳一号”
突破了四项关键技术，一些技术甚至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使得我国钻探装备研发水平成功跻
身国际第一梯队。

松科二井工程总指挥、中国地质科学院
勘探技术研究所所长张金昌介绍，钻井越
深，温度越高，钻井液的技术难度越大。松
科二井每往下钻进１００米，地下温度会升高３
至４℃，钻到孔底的时候温度已超过２４０℃。
通过反复研究和实验，团队研发出新型钻井

液配方，经受住了井底高温的考验，刷新了
我国钻井液应用的最高温度纪录。

“钻地”成功后科学家们又面临“取
心”的挑战。在一个极不均匀和复杂的球体
上“动刀”，在保证钻的井眼不能坍塌和崩
裂的同时，还要完整无缺地取出深部岩心，
难度极大。

松科二井采用国内首创的大直径同径取
心钻探工具，使用钻探工具直接钻进一个大
井眼，并一次性钻进至设计井眼直径，攻克
了大直径取心钻头破碎岩石和粗大岩心抓
取、携带出井等关键技术难关。

开启中国“地学”新起点

在５月２１日进行的松科二井成果鉴定会
上，李廷栋、康玉柱、武强、侯增谦、杨经
绥等院士及有关专家一致认为，该成果实现
了理论、技术、工程、装备的重大突破，对
拓展我国深部能源勘查开发新空间、引领白
垩纪古气候研究和服务“百年大庆”建设具
有重要意义。成果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在深部钻探技术和白垩纪陆相古气候研究方
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目前松科二井岩心已经全部采集完毕，这
将会在研究白垩纪古气候演变以及未来人类
生存环境演化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松科二井首
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成善说：“松科二
井向整个地球科学界提供了一个大舞台———
首次重建了白垩纪陆相百万年至十万年尺度
气候演化历史，发现了各个时间尺度陆相气候
变化的主要控制因素，为研究地球气候系统在
温室气候条件下演变机制找到新证据。”

通俗说，通过松科二井这一“时间隧
道”，中国地质科学家基本还原了白垩纪的
场景。

此外，７０１８米的松科二井还揭示了松辽
盆地形成的原因、过程和结果，为支撑大庆
油田未来５０年发展，保证我国能源安全提供
了重要的数据支撑。

下一步，中国科学家将继续研发１５０００米
国产超深钻探装备系列，做好我国超万米大
陆科学钻探工程以及大型含油气盆地科学钻
探工程的选址和实施工作。

（据新华社长春６月３日电）

７０１８米！中国科学家“向地球深部进军”
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实施万米大陆钻探计划专用装备和相关技术的国家

□新华社发
这是在松科二井拍摄的“地壳一号”万米钻机整机系统。

G7财长会落幕

美方关税遭“围攻”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6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
刘鹤带领中方团队与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带领的美方团队
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就两国经贸问题进行了磋商。双方
就落实两国在华盛顿的共识，在农业、能源等多个领域
进行了良好沟通，取得了积极的、具体的进展，相关细
节有待双方最终确认。

中方的态度是始终一贯的。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中
国愿意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增加进口，这对两国
人民和全世界都有益处。改革开放和扩大内需是中国的
国家战略，我们的既定节奏不会变。

中美之间达成的成果，都应基于双方相向而行、不打
贸易战这一前提。如果美方出台包括加征关税在内的贸
易制裁措施，双方谈判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不会生效。

中方就中美经贸磋商

发表声明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记者3日从国家税务总局获
悉，针对近日网上反映有关影视从业人员签订“阴阳合
同”中的涉税问题，国家税务总局高度重视，已责成江
苏等地税务机关依法开展调查核实。如发现违反税收法
律法规行为，将严格依法处理。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将在已部署开展对部分高收
入、高风险影视从业人员依法纳税情况进行评估调查的
基础上，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分析，加大征管力度，依
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就有关影视从业人员“阴阳合同”涉税问题

国家税务总局责成江苏

等地税务机关调查核实

□新华社发
这张6月2日从社交媒体获得的照片显示，5月31

日，美国新墨西哥州伊格尔内斯特地区冒起浓烟。
近日，美国新墨西哥州东北部发生山火，迫使当地

居民离开家园，躲避浓烟。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６月３日电 据以色列
国防军３日发表的声明，２日深夜和３日凌晨，
以军战机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
动（哈马斯）的多处军事目标发动两轮攻
击。

声明说，２日深夜，以军战机轰炸了包括
军火库在内的哈马斯１０处目标。３日凌晨，以
军再次出动战机，轰炸了哈马斯位于加沙地
带北部的５处目标。

以军称，此次打击是对２日深夜以色列南
部遭加沙地带多枚火箭弹袭击的回击。

以色列战机轰炸

加沙地带多处军事目标

据新华社加拉加斯６月２日电 委内瑞拉
政府２日宣布，将发行新货币主权玻利瓦尔的
时间由原计划的６月４日推迟至８月４日，以便
给银行系统足够时间进行必要的技术调整。

委内瑞拉经济部当天发布公告说，在充
分研究了委内瑞拉银行协会有关推迟发行新
货币的提议后，政府决定将发行新货币的时
间推迟至８月４日，在此期间所有银行将进行
技术准备和试验。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３月２２日宣布将进行
一场新的货币改革，由于通货膨胀严重和货
币贬值，委国内纸币供应严重匮乏。

委内瑞拉宣布

推迟发行新货币

6月2日至3日，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
方牵头人刘鹤带领中方团队与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带领的
美方团队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就两国经贸问题进行了磋
商，双方在农业、能源等多个领域进行了良好沟通，取得
了积极、具体的进展。磋商成果来之不易，更需用诚意和
信任精心呵护，倍加珍惜，否则可能前功尽弃，一切归零。

钓鱼台的这次磋商，是中美双方对华盛顿共识的进
一步落实。坦诚沟通，是推动每一次中美经贸磋商前进的
关键，从北京到华盛顿再到北京，双方的磋商也从坦诚高
效，迈向积极务实，进入具体深入，两国元首共识的落实
在朝着更加“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向不断推进。

改革开放和扩大内需是中国的国家战略，我们将按
照自己既定的节奏走下去。扩大自美农业和能源进口，顺
应中国高质量发展需求，将让百姓享受更多的美食、绿水
和蓝天，中方有需求，也有诚意；同时，这将帮助改善美方
贸易不平衡，促进经济发展和增加就业，美方有意愿，也
很期待。这对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美方出于国内政治因素考虑，希望尽快拿到短期实质
性成果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谈判是互相妥协的艺术，可以讨
价还价，不能漫天要价，如果只顾自己不考虑对方，这样的
合作恐怕很难持久。在我扩大进口的同时，美方也应对制造
业、服务业开放和放宽对华高技术管制尽快作出回应。

磋商，不仅要坦诚，还需信任。如果一再出尔反尔，只
会让磋商成果前功尽弃。基于特朗普政府最近几次的“翻
脸”，磋商成果能否顺利落地还要看美方的实际行动。中
国政府不想打但不怕打贸易战的态度始终不变，如果美
方继续举起包括加征关税在内的贸易制裁大棒，一意孤
行地挑起贸易战，那中方将别无选择，只能对等反击，
到那时，一切辛辛苦苦取得的磋商成果都将归零。相信
这笔账，美国算得清。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成果不易，

更需诚意与信任呵护

■新华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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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夜群星，璀璨天地。在南京的雨花台
烈士纪念馆“长夜星空”展馆中，可以看到
用多媒体投影呈现出的烈士英容，与LED灯
营造出的星光交融，象征每位烈士散发信仰
之光，闪耀在革命道路上。

孙津川就是这“漫天星光”闪耀革命道
路中的一位烈士。1895年，孙津川出生于安
徽省寿县一个工人家庭。14岁起先后到南
京、上海做工。1924年秋，孙津川在上海与
中共党员彭干臣相识，并在其影响下走上革
命道路。

1925年8月经彭干臣等介绍，孙津川加入
中国共产党，并当选为沪宁铁路工人协进会
委员。不久，中共吴淞机厂特别支部成立，
孙津川被选为特支书记。

为配合北伐军进攻上海，中共中央决
定在上海举行工人武装起义。 1 9 2 6年 1 0
月，孙津川按照党的要求，带领吴淞机厂
工人武装切断沪宁铁路，破坏北洋军阀的
后勤军需补给线，为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
起义创造条件。1927年3月，孙津川领导吴

淞机厂工人举行大罢工，揭开了上海工人
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序幕。3月28日，孙津川
被选为沪宁、沪杭甬两铁路总工会委员
长。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孙津川往返奔走
于武汉、九江、上海等地，代表全国铁路总
工会接待和安置苏、浙、皖、赣等省的流亡
同志，秘密整顿并恢复各地铁路工会和党组
织。

党的八七会议后，孙津川被党派往南京
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在极其严重的白色
恐怖中，他着手整顿党的组织，传达八七会
议精神，发动和组织群众，坚持地下斗争，
准备武装暴动。

1928年7月，孙津川因叛徒告密，身份暴
露而被捕。在狱中，国民党军警特务妄图用
高官厚禄和酷刑逼迫孙津川交出党的机密和
南京地下党的名单，但遭到坚决拒绝。被打
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孙津川坚定地对敌
人说：“要杀就杀。枪毙我一个，还有十
个；枪毙我十个，还有百个。千千万万的革

命者，你们是杀不完的！”
1928年10月6日，孙津川一路唱着国际

歌，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
义于南京雨花台，时年33岁。

“大伯在我心里是个顶天立地的英
雄。1928年他在雨花台牺牲，他对党的信
仰和忠诚为我们整个家族树立了光辉的榜
样。”孙津川烈士的侄女、年过八旬的孙
以智老人说，希望当下的青年一代明白今
天的一切来之不易，不要忘怀烈士们为此
奉献的青春与生命，让烈士精神代代相
传、生生不息。

孙以智老人从47岁时开始担任南京市雨
花台区实验小学校外辅导员，给孩子们和雨
花台参观者讲述烈士故事，已坚持了38年。
每年清明节，是她最忙的时候，她要带着孩
子们去雨花台扫墓。雨花台松柏环抱，来访
者都会在烈士纪念碑前看到一块铜质铭牌，
上面镌刻着：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会常来这
里……

（新华社南京6月3日电）

孙津川：革命者是杀不完的

孙津川像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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